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歡迎介紹報告 
Welcome Announcement 

以主的愛歡迎敬拜      司會 
  Presider 

敬拜讚美 
Worship/Praise/Prayer 

以詩歌奉獻來敬拜 

 

   領詩/牧禱 

  Worship Team 

讀經信息    
Message 

 

以領受神的話語來敬拜 

     

     講員 

  Speaker 

回應禱告 

Response/Prayer 
以身體力行回應神 

 

     講員 
 Pastor 

 

會幕-約櫃-在至聖所的生命經歷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經文: 出埃及記 25:10-22 

大綱: 

一. 普通又平凡的材料建造約櫃- 在至聖所 ( Exd.25:10-15) 

     1. 人人都可以被用-皂莢木 

2. 我們是神手中的工作- 切割, 研磨, 曬乾, 成形 

(Eph.2:8-10) 

 

二. 約櫃裡面的內容是出於 神 ( Exd.25:16-20) 

1. 十誡的法版- 神所啟示的誡命 

    2. 盛嗎哪的金罐- 神的豐富供應 (Heb.9:4-5) 

     3. 亞倫發過芽的杖- 神的權能及復活大能 

 

三. 施恩寶座在約櫃上面 - 神與人相會之處 (Exd.25:17-22) 

     1. 赦罪及贖罪的見證- 施恩座 an atonement cover, mercy 

seat 

    2. 神啟示祂的旨意- 與人相會及同在的見證 

     3.神設立耶穌為挽回祭- a sacrifice of atonement 

(Rm.3:23-25) 

    4. 一條又新又活的路 - 至聖所的應許及經歷 

(Heb.10:19-20) 

 

結論: 

      1. 信主的人有福了, 可以親自經歷 神的同在 

     2. 信主的人有福了, 領受赦罪之恩,經歷重生 

     3. 我們是神手中的工作,生命塑造及成長 

      4. 謙卑領受祂的話話及誡命,謹守遵行 

 



  

【報告事項】 

1. 歡迎今天來參加主日崇拜的弟兄姐妹及朋友們，盼望您

在此屬靈的家得著神的安慰與鼓勵。新朋友歡迎留步享

用愛宴(11:45AM)，並請留下資料讓我們日後方便聯絡關

懷您。 

2. 家事 
恭喜 Kevin & Hayley 於上週日結婚，也感謝 4630 弟兄

姊妹的支持及協助，願神祝福這對新人在日後的生活喜

樂平安、榮神益人! 

3. 「活潑的生命」靈修  
- 上週金句:「我們這至暫至輕的苦楚，要為我們成就極

重無比、永遠的榮耀。原來我們不是顧念所見的，乃

是顧念所不見的；因為所見的是暫時的，所不見的是

永遠的。」哥林多後書 4:17-18 

- 若您還未訂閱活潑的生命靈修月刊，歡迎您到

youtube 收聽每天靈修進度。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user/cgntvchina 

- 若您想訂閱月刊，請向 Ronnie 弟兄訂閱，謝謝。 

4. 代禱事項 
- 為墨西哥短宣隊本主日回程的平安禱告，也願神祝福

他們為福音種下的種子日後成長茁壯! 

- 為弟兄姊妹暑期安排與出入平安禱告 

- 為生病、心裡軟弱或失去至親的肢體禱告，求主醫治

安慰 

5. 歡迎加入服事行列 
- 兒童事工部需要兩名學前班和兩名小學老師，若您

有感動想要參與服事，請與陳碩(Preschool)和

Janet Wei / Rosa Fong(Elementary) 聯絡。 

- 詩班邀請會彈鋼琴的弟兄姊妹參與司琴的服事，請

有感動的弟兄姊妹與 Annie 聯絡，謝謝。 

 

 

 

 

【雅歌堂成人主日學】 
 
 

「釋經學概論」成人主日學  

每主日會後 11: 15AM在大堂有「釋經學概論」幫助弟兄

姐妹更了解聖經，歡迎弟兄姊妹參加。 
 

 

【雅歌堂聚會資訊】 

|線上主日| 

為提供不方便參加實體聚會的弟兄姐妹參加主日，歡迎使用

ZOOM或 YOUTUBE直播聚會。  

ID: 88586607973 / Password: HOPESD 

|Encinitas 禱告會| 

- 每週一晚上 8:00 

Zoom ID: 816 8269 4433 

Passcode: 039415 

聯絡人: 李強  senlin77@gmail.com 

- 每週六早上 8:00 

Zoom ID: 827 7379 9688 

Passcode: 263506 

聯絡人: Ken  mathematic15@hotmail.com 

|Oceanside禱告會| 

- 每週三下午 2:30  

Zoom ID: 511 210 347 

Passcode: 002409 

聯絡人: 孫裕美  sidneychen@aol.com 

 

想了解更多雅歌堂詳情與團契請掃 QR Code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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